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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建成法治政府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以
下简称《纲要》）
。
《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
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觉运用体现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
和社会事务，按照合法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权责
统一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
侵权要赔偿。
《纲要》从 7 个方面对目标作了阐述：
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
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
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
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行政执法
体制基本建立。
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
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政令畅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
经济社会秩序提到有效维护。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
能力明显增强。
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
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
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
脱钩。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
观念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
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
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今年重点整治八类食品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省政府成立了 13 个相关
部门参加的陕西省食品药品放心工程领导小组，用 4
年时间对全省食品安全进行专项整治。目前《2004
年全省食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出台，省食品药
品放心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巩德顺明确了各部
门的职责，他指出，今年整治和监管的重点品种是与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粮、肉、蔬菜、水果、调味品、
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等。

5 月 13 日全国乡村青年文化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
泉州召开，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近 300 名团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交
流了近年来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乡村青年文化建设的成
功做法和经验，部署了今后一个时期乡村青年文化建设工
作的思路、任务和重点。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向会议发来贺信。团中央
书记处书记尔肯江·吐拉洪，省委副书记梁绮萍，市委书
记施永康，市长郑道溪，团中央青农部部长陶宏，团省委
书记黄晓炎，市委副书记林荣取、周振华，团中央青农部
副部长周平剑，团省委副书记陈冬、吴立官会前接见了代
表，与代表合影留念并出席了会议。
尔肯江·吐拉洪在会上做重要讲话，省委副书记梁绮
萍、泉州市委书记施永康在会上致辞。
施永康向与会同志介绍了泉州市基本情况，并指出，
泉州市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部枢纽城市和泉州湾滨海
城市建设，力求在更高站位、更高层次、更高平台上襀“新
的起飞”和“两个率先”，离不开农业、农村和农民，离
不开广大农村青年，离不开乡村文化建设。泉州市将认真
贯彻中央“一号”文件，扎实做好“三农”工作，珍惜这
次交流机会，博采众长，推动乡村青年文化建设，推动农
村小康大业。
会上，团省委书记黄晓炎介绍了福建省开展乡村青年
文化建设的经验做法。团市委书记徐春晖作了题为《建设
青年中心，繁荣乡村文化，全力打造泉州市乡村青年文化
建设品牌》的典型发言。
会后与会人员参观了鲤城区浮桥、石狮市玉湖、晋江
烧灰、晋江陈埭等地青年中心建设情况，并观看了“云谷
之夜”泉州市乡村青年文化节文艺演出。

北美客人访泉
5 月 14 日，北美洲福建同乡团体联合会访问团一行
18 人来泉州考察访问。市长郑道溪在泉州酒店会见并设
宴款待访问团一行。
副市长曾华彬参加了会见。
北美洲福建同乡团体联合会是由美国、加拿大两国的
14 个福建同乡会联合组成，该社团是由国务院侨办确定
的海外重点华侨华人社团之一，也是我国开拓北美洲侨务
工作的重点对象。
会见中，郑道溪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访问团一行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他向客人们介绍了泉州近年来的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希望客人们在泉州期间多走走，多看看。郑
道溪希望，来访的客人回去后，多宣传泉州，扩大泉州知
名度，团结和联系广大乡贤，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并常
回家看看，投资兴业。
北美洲福建同乡会团体联合会访问团领队、美国蒙特
利公园市·泉州市友好城市协会会长陈文赞代表访问团感
谢泉州市的盛情接待。他说，回到家乡，看到福建及泉州
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感到非常自豪。
他希望能有机会为泉州的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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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营 企 业 发 展 的 八 个 误 区
民营企业从市场中诞
生，在竞争是成长，走过了
一条曲折的发展之路。目
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
断完善，民营企业正在有史
以来最为宽松优越的政策
环境下，呈现出更加强健的
发展势头。但是，我们也清
醒地看到，在体制、机制、
观念、思维等许多方面尚未
与市场完全接轨的民营企
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出现了不少弊端和问题，必
须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重视。
误区一：产权单一
与国有企业相比，多年
来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就
在于产权清晰，机制灵活，
也正是凭着这一优势，使得
民营企业在市场中呈现出
无可比拟的活力。但是，产
权清晰并不等于资本结构
的集中单一，现在不少国有
企业都在实施两权分离，推
行股份经营，而我们的一些
民营企业还在固守单一的
所有制，那么这无疑是在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误区二：小富即安
在许多国有企业陷入
困境的同时，不少民营企业
仍然以其独有的灵活机制
风光无限，这也因此使它们
不自觉地产生了小富即安
的思想。但是随着国内买方
市场的形成、国企体制的改
革，加之中国加入 WTO 以
后，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国资
本必将以更快速度，在更多
领域进入国内市场，应该说
这一切对于民营企业的发
展，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
强劲的挑战。可惜的是，不
少民营企业并未清醒地认
识到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
的这一变化，仍然残存着
“小富即安”的陈旧观念，
缺乏积极应对的战略和策
略，独守一隅，稳坐钓台，
不思进取，长此下去必将在

无情的市场竞争中落伍甚
至被淘汰。
误区三：贪大求全
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
小，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
实。市场经济是规模经济，
民营企业应该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增加投资，扩大规
模，走出“船小好掉头”的
误区，积极走规模经济的发
展路子。但是，规模经济并
非是说企业的规模越大越
好，越大就越有效益，扩张
规模也应当适度而行。判断
一个企业规模的大小，不仅
仅是看资本，更重要的是看
资本运营效率或资本盈利
能力。民营企业应当把规模
扩张作为手段，而不应把规
模本身作为目的，企业的目
的是赚取利润，任何时候规
模都要服从效益。如果民营
企业一味地唯规模论，贪大
求全，不顾自身实力去强行
扩张，过度负债经营，那么
必然因基础不稳而重心失
衡，最终只得颓然倒下。
误区四：极端冒进
加快发展是每一个民
营企业追求的目标，但是如
果缺乏理性的态度，以浮躁
的大踏步思维来拔苗助长，
那就值得深思了。对每一个
企业来说，其成长都有其独
有的客观规律，必须尊重而
不能超越。如果说我们心浮
气躁，盲目求快，也许会一
时声名鹊起，利涌如潮，但
最终会因资金实力、内部管
理等因素，把企业弄得千疮
百孔。因此，这里要告诫民
营企业家们，要想使企业在
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就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
印地前进。
误区五：盲目造名
近年来，一些企业从表
面上看靠造名迅速取胜，从
而诱使更多的企业加入盲
目造名的行列。事实证明，

造名可能会产生轰动效应，
但造名的成本也往往较高，
况且有的民营企业的产品
受其效用性所限，并不具备
造名能产生影响的条件，因
此也就不可能取得理想的
效果。当然这并非说民营企
业就不需要造名，但更重要
的是造实，造实先于造名，
造实重于造名，我们要始终
扣紧质量这根弦，因为产品
的质量始终是第一位的。
误区六：多元经营
许多人认为，多元经营
可以降低企业风险，实际上
这是一种错误的经营观念。
现在有不少民营企业看到
别的行当赚钱，便见异思
迁，既不考虑是否是自己专
长，也不考虑多少人已领先
一步进入，结果只能是什么
都想搞，什么都搞不好；什
么钱都想赚，什么钱都赚不
到。市场虽大，但只有你能
先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并且领先一步去干了，才能
赚到钱。如果不能做到这一
点，那么与其跟着别人走，
在一个陌生的、自己没有把
握的行业去冒风险，倒不如
把自己已经熟悉的、最具优
势的产业、产品做大做深做
透，做得完美无缺。这正如
一个经济学家所告诫：“做
企业像做人一样，时时刻刻
都会面临各种利益的诱惑，
千万不要过分多情，很可能
得到的不是‘馅饼’而是‘陷
阱’
。
误区七：战略危机
战略危机是目前民营
企业最大的危机，许多民营
企业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
民营企业家、经营者绝大多
数文化程度不高，职业化意
识不强。他们只看到眼前的
路，或是靠“摸着石头过
河”，往往缺少远大意识，
缺乏对企业长远发展的战

略谋划，这样下去很有可能
使企业发展走进“死胡同”
。
误区八：管理粗放
在大多数民营企业，都
存在着管理粗放的问题，如
决策随意、现场混乱、成本
耗损大、任人唯亲等。不少
经营者认为只要企业有效
益，管理问题无所谓，其实
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念。
现代企业发展对民营
企业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由此看来我们的民
营企业家们如何精于管理，
苦练内功，提高效益，可谓
任重道远。

郑跃文表示四大欠缺
掣肘民营企业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科
瑞集团董事长郑跃文日前
在亚太工商论坛上表示：在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民
营企业要想得到进一步发
展还存在四个方面的欠缺。
第一、缺乏完善的金融
体系支持。中国的金融品种
不全，对使用金融工具又有
种种限制，使企业很难得到
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影响了
民企与外国企业的竞争。
第二、缺乏国际化贸易
体系支持。绝大多数民企在
原料采购和市场销售上依
靠自身力量。中国的贸易体
系不够完善，不能很好地支
持民企走向国际市场。
第三、缺乏科技体系支
持。低成本和大市场是中国
的优势，但我们的大多数企
业是低技术企业或者称为
传统技术企业。企业自身研
发经费投入很少，技术改造
很少从国家得到资金支持。
第四、企业管理水平不
高。家族化管理是中国民企
普遍采用的管理模式，但产
权结构不合理，资本、风险
与决策权高度集中，管理缺
乏规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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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国际石材博览会举行

南 安 名 人
南安山川秀丽，人文荟萃。自吴永安三年（公元 260
年）建置县以来，贤才辈出。唐有登龙虎榜、温陵甲第破
天荒的欧阳詹；宋有杰出的科学家苏颂；明有伟大思想家
李贽、民英雄郑成功。收入民国版《南安县志》的宣传人
物有 800 多人。近现代的革命志士、专家学者、英雄模范，
更是群星灿烂。潘榜是林俊农民起义的著名将领；同盟会
会员王振邦、黄中流在光复厦门、泉州的斗争中发挥过重
要作用；革命烈士郭子仲、李刚是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英勇献身的杰出代表。旅外华侨中如菲律宾独立战争中
的英雄刘亨赙、新加坡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林谋盛、爱国侨
领李光前，归侨、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将军等，都是
为祖国、家乡及侨居地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还有许
多优秀人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做出很大的贡献。他们都
是以自己的毕生精力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卓越贡献，
其道德文章，丰功伟绩，为后人树立风范，给南安留下丰
富的文化遗产。

郑成功始祖墓葬现于南安霞美
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归顺清廷 17 年后，曾返南安为始
祖修坟立碑。目前，一块由他亲立的墓道石碑在南安霞美
镇大山村完整出土。该石碑深埋在大山村一民房宅基旁，
系花岗岩，长 223 厘米，宽 69.5 厘米，厚 16 厘米，重约
0.5 吨。虽距今有 300 余年，但碑石保存完整，碑文清晰
可见。据石井村民、郑氏后裔提供的《石井郑氏族谱》记
载，郑成功是石井郑氏第十二世（现已传至第二十六世），
碑文与族谱记载相吻合。

创建示范高中 培养一流学生

第五届中国南安建材经贸洽谈会暨第二届中国水头
国际石材博览会，于 5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南安市水头镇的
闽南建材第一市场举行。
本次贸洽会活动由中国建材协会、中国石材工业协
会、省经贸委、省乡镇企业局、泉州市人民政府和南安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水头镇政府、闽南建材第一市场和北
京伟达展览有限公司承办。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近 30 家
新闻媒体，派员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南安市是全国惟一获命名的“中国建材之乡”。去年
该市建材产值超过 140 亿元，占经济总量的 52%。其中石
材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 37.4%，达 99.6 亿元。闽南建材
第一市场的“中国石材城”已成为目前我国最大的石材物
流中心及最大的石材进出口基地、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石材批发市场。
上海是南安建材产品辐射“长三角”及出口贸易的主
要基地之一。过两年来，南安建材企业纷纷挺进上海滩。
目前，南安人在上海从事建材经销人员近 2 万人，年销石
材 2000 万平方米以上，占上海石材市场流通总额的 50%
以上。
在贸洽会上将举办产品展销、国际石材发展论坛、北
京奥运城工程石材运用发布会、石材加工技术及机械应用
研讨会等活动，来自国内外的 3000 多名客商云集南安市
参加展示、洽谈和交流活动。

被认为福建省首批“国家级示范性高级中学”的南安
一中，以创建示范校为契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
面贯彻教育方针，把办学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上，促进全校学生全面发展。
近年来，在上级的关心下，在旅外侨亲和社会各界的
鼎力资助下，南安一中高标准、高质量进行园区建设，投
入 3000 多万元建实验楼、电教馆、艺术馆、师生公寓、
塑胶跑道田径场等。学校所有教室都建成多媒体教室。校
园网络建设走在全省
的先列，实现了教育
信息化。校园绿化、净
化、美化，连续获得
“泉州市园林式学
校”、“福建省绿色学
校”等称号。目前，南
安一中占地 145 亩，
现有教职员工 204 人，
教学班 49 个，学生
2700 人。
南安一中重视加
强师资队伍和干部队
伍建设，引导教师发扬
“敬业、博学、爱生、
奉献”的优良教风，学
习理论，更新观念，
提高业务水平，积极开
展教育科研，不断完
善数学化校园网络，实
现了教育教学信息
化。同时建立藏书达 13
万册的学校图书馆，
为师生学习提供方便。
信息技术教育已成为
该校办学物色之一，也
使全体师生的信息素
质不断提高。数学校园
营造了全新的育人环
境，教育信息化推动着
南安一中不断前进。
思想政治素质是
最重要的素质，德育
是学校工作的灵魂。南
安一中始终把德育摆
在工作首位，努力营造
民主平等、和谐开放、
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
校园文化。近年来，
学校通过丰富多彩的
学生社团活动，既拓
展了德育空间，又形成
了学校、家庭、社会
的教育合力，为学生的
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并作出了大胆
的尝试，以课题研究
促进学校德育的改革
和发展。南安一中还
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推进教改创新，积极探索充分体现
师生合作交流、学生主动参与和研究学习的课堂教学模
式，利用社会资源来发挥学校艺术馆的最大效益。南安一
中在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学习和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的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让学生
具有强健的体魄。群众体育已成为学校又一鲜明的办学特
色。学校多次被评为“福建省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
单位”
，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南安一中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高考成绩年年优秀，
稳居泉州市前三名，跻身福建前 20 名；各类赛事捷报频
传。学校其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民主的管理措施、特色
鲜明的办学成果，得到了国家、省、泉州市有关部门领导
的肯定和省内同行、国际友人的好评。

泉州市公布 15 名高招保送生名单
泉州一中（2 名）郑亚萍、庄莉；泉州五中（2
名）王一强、张海强；泉州七中（2 名）余林、刘晓
文；南安一中（7 名）覃兴台、黄荣荣、颜彬航、洪
金堆、杨阿赐、林跃佳、黄境清；惠安一中（1 名）
陈厦建；德化一中（1 名）郭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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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苍、英都的由来和历史沿革
“仑苍”地名，来源于仑尾的“仑山学校”与古村的
“苍山学校”
。1928 年建校，后合并，用首字定名“仑苍
学校”
，仑苍地名开始出现。另一说，旧称古苍圩，后以
仑尾、古苍两村合并称之为仑苍。
仑苍晋代就已经开发。宋分别隶属金鸡乡仁德里、崇
顺里及归善乡经善里。元、明、清隶属二十四至二十七都。
民国 17 年置大宇乡，至民国 35 年期间先后属第一区、直
属区。解放初属第三区。1956 年、1958 和 1961 年分属美
林区、城关人民公社和城关区。1965 年自置仑苍公社。
1984 年公社改乡，1985 年乡改为镇。
仑苍镇现有面积 44.6
平方公里，辖 11 个行政村，现总人口 4 万多人。
“英都”地名，源始于隋。隋末江西九江人陈承功任
南安县令，后隐居英都翁山（又称鹰山，后取谐音统称为
英山）
，以山取名，称当地乡喦为“英乡”，溪为“英溪”。
唐宋以后，乡人又将属翁山（英山）以内的乡里改称为“英
内”
。元代“英内”编为二十七都，遂又称“英都”。
英都开发很早，20 世纪 50 年代在大新村恒区尾的石
狮祠山上，挖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宋置归善乡经善里，
元、明、清改置二十七都。民国 17 年置英都乡，至民国
35 年期间先后属第一区、直属区。解放初属第二区。1956
年设英都区。1958 年在英都设立红旗人民公社（年底更
名为英都人民公社）
，辖今英都、东田、翔云一带。1959
年析出东田。1961 改为英都区。1965 年改为英都公社。
1970 年析出翔云。1984 年公社改乡。1985 年乡改镇。
英都镇现有面积 81.2 平方公里，辖 15 个行政村，现总人
口 5 万多人。

“未吃五月节粽，破裘不甘放”
南安人将端午节称做“五月节”
。有一名民谚云：
“未吃五月节粽，破裘不甘放”
。南安端午的应时佳品
是包粽子。粽子有两种：一是甜粽，一是咸粽。咸粽
中最有名的是“烧肉粽”。包粽子选取的原材料是上等
的“鹅秫”
，水浸后，经“葱头油”炒过，绊入虾干、
栗子，香菇、红烧层肉等作料。它是主副食混合型的
方便食品，有些类似现代工业社会所流传的“汉堡包”、
“盖浇饭”之类的方便食品。据传包粽子是起源于楚
国，当时楚人投入汨罗江招魂野祭屈原的祭品，其目
的是劝导江中的鱼虾蛟龙不要去伤害屈原的忠尸。这
种历史的传承，反映了南安人共同的心理素质。南安
气象谚语有云：“五月龙教儿”
，说明端五节是雨季。
南谚又云：
“雨儿微微，买油来煎堆”
。“堆”有两种：
一是甜的麦堆，一是咸的蠔堆。据说春雨多，是因为
天漏。故我国古代有女娲补天说。此神话是原始社会
母权制所发生的母性崇拜。女娲补天的目的在于治水。
此传说又是对治水患的能人的一种颂扬。女娲用的补
天材料是五色石（类似今人所谓高级合金钢）
。南安人
“煎堆”
，也是为了补天。也可以说是女娲补天材料（炼
五色石）的“模拟学习”
。
现时“五月节”前，乡下农民，还常常穿裘（棉
袄）下田。
“未吃五月节粽，破裘不甘放”的民谚，依
然在民间流传。

办公室健身运动
为了身体健康，更好地工作，办公室内的的工作人员
应因地制宜，利用休息时间加强健康运动。
梳头：用手代替梳子，从前额的发根处向后梳到枕部，
然后弧形梳到耳上及耳后。梳头 10-20 下，可改善大脑血
液供应，健脑爽神，并可降低血压。
弹脑：端坐椅上，两手掌心分别按两只耳朵，用食指、
中指、无名指轻弹脑部，自己可听到咚咚声响。每日弹
10-20 下，有解除疲劳，防头晕、强听力、治耳鸣的作用。
扯耳：先左手绕过头顶，以手指握住右耳尖，向上提
拉 14 下，然后以右手绕过头顶，以手指握住左耳尖，向
上提拉 14 下，可达到清火益智、心舒气畅、睡眠香甜的
效果。
练眼：在做视力集中工作时，每隔半小时，远望窗外
一分钟，再以紧眨双眼数次的方式休息片刻，也可作转眼
运动。这样有利于放松眼部肌肉，促进眼部血液循环。
脸部运动：工作间隙，将嘴巴最大限度的一张一合，
带动脸上全部肌肉以至头皮，进行有节奏的运动。每次张
合约一分钟左右，持续 50 次，脸部运动可以加速血液循
环，延缓局部各种组织器官的“老化”，使头脑清醒。
转颈：先抬头尽量后仰，再把下颌俯至胸前，使颈背
肌肉拉紧和放松，并向左右两侧倾 10-15 次，再腰背贴靠
椅背，两手颈后抱拢片刻，能收到提神的效果。
伸懒腰：可加速血液循环，舒展全身肌肉，消除腰肌
过度紧张，纠正脊柱过度向前弯曲，保持健美体型。
揉腹：用右手按顺时针方向绕脐揉腹 36 周，对防止
便秘、消化不良等症有较好效果。
撮谷道：即提肛运动，像忍大便一样，将肛门向上提，
然后放松，接着再往上提，一提一松，反复进行。站、坐、
行均可进行，每次做提肛运动 50 次左右，持续 5-10 分钟
即可。提肛运动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预防痔疮等肛周
疾病。
躯干运动：左右侧身弯腰，扭动肩背部，并用拳轻捶
后腰各 20 次左右，可缓解腰背佝偻、腰肌劳损等病症。

“手机大户”又有新优惠
最近西安市南安商会又与陕西省移动移动通信公司
营业部签订了新协议。根据协议，凡加入陕西省移动公司
为本商会组建的移动 V 网（俗称手机大户）的会员，手
机通讯资费将享受更大的优惠。
月功能
使用费

V 网内
通话费

月租 10 元
来电显示
每月 3元

1 元
包 月

移动网
内本地
通话费
主 叫：
0.2 元/分
被叫免费

移动网
外本地
通话费

省 内
漫 游

省 际
漫 游

主、被叫
0.2 元/分

0.4
元/分

0.6
元/分

新入网（省移动通信网）的会员可到商会办理购卡业
务(每卡 10 元)，直接进入商会 V 网，当月享受优惠政策。
原省移动通信网的本会会员，入商会 V 网，须在每
月 15 日以前报到商会，商会将在 20 日前报到移动公司，
每月纳入一次。
凡加入移动 V 网的会员离开本系统时，应及时通知
商会退网，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